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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逢熙最後的一段路
周性初     紐約

父周逢熙的百日忌辰剛過，在這一段守孝

期間，我腦中不斷浮起他逝世之前的情

景，在他那最後的幾十步路中，濃縮著他一生努力

不懈的目標，以及為人處世的風範。父親踽踽獨行

的那一段路，將永遠成為我日後謹守的庭訓，也將

是兒孫敬仰和效法的楷模。

今年七月十一日，我接獲弟弟周曉初的電話，告訴

我父親當天上午照常在公寓走廊走路健身，因年邁

心臟衰竭而暈厥，當母親開門察看時，發現他頭靠

著牆，閉目坐在地上，兩手緊握著牆上的扶杆。母

親和聞訊趕來營救的公寓管理員，使勁用力才能把

他的手從扶杆解開，送往醫院急救。三天後，在家

母擁抱的手臂裡，他安詳去世，子女聚集床邊，依

依送別。

在父親逝世後的這一百多天中，我常常會想像他在

公寓走廊獨行的那一段路中，到底在想些什麼？是

什麼力量讓他緊握著牆上的扶杆不肯倒下？他最後

還想告訴我什麼？

在籌備喪禮期

間，曉初弟跟

我提起他和父

親 的 一 段 對

話，他問父親

最希望子女怎

麼形容他的一

生，他徐緩地

說 出 六 個 字

──尊嚴、瀟

灑、安詳。他

當 時 跟 曉 初

說：「這是我

留給你們的無形遺產。」

在我想像父親的最後那一段路中，我看到一個九十

八歲的老人，身體中的機能和精力都將捨他而去，

但他仍堅持著他熱愛的運動，鼓足氣力，舉步唯艱

地走著，在暈厥前的剎那，他奮力探手緊握著扶

杆，不讓自己倒下，彷彿在跟人世道別說：「這就

是我的一生，尊嚴，瀟灑和安詳。」

父親生前常跟我們說，在他生長的時代裡，一般人

非常難以活得瀟灑、安詳和具有尊嚴，他出身於浙

江省青田縣東山村的佃農家庭，更難逃脫卑微和貧

窮的命運常態。在他一生中，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超

越時代賦予一般人的限制，那六個字也就成了他恪

守的人生觀。

父親靠著祖母變賣耕牛所得的盤纏離鄉求學，並以

獎學金完成學業，並考入中央軍校十三期航空班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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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的筧橋航校。他在1949年舉家遷台，從軍旅

除役後，一直在行政院經濟部屬下的部門工作，當

他七十歲退休時，位居台灣文官最高階位的簡任一

級。在退休的前一年，父親因主擬標準局專利申訴

程序，服務民眾有功，入選為全國公務員楷模，行

政院長孫運璿親自頒獎褒揚。父親後來跟我說，當

他從孫院長手中接過獎牌時，心中十分安慰，如此

尊嚴光彩地為自己的事業畫上圓滿句點，覺得非常

滿足。

退休後，以七十餘歲的古稀之年，父親帶著家母

被長女周海萍和女婿毛鍾靈接到美國，定居在賓州

阿倫頓市。在這二十六年間，父親展開他軍旅和文

官之後的第三個志業，他開始勤練身體，混合著氣

功、瑜珈和八段錦，每天運動三、四個小時，尤其

注意鍛鍊身體的柔軟。他說，他絕不願意因為健康

不良而成為兒女的負擔，而且如果老來沒有健康，

他一生追求的尊嚴、瀟灑和安詳都會成為泡影。

這些年來，他最愛在人面前講述運動的重要，並且

表演示範，他最得意的動作是把兩臂上下交握於背

後，更喜歡與年輕人握手，展示他的手勁。在他每

星期前往的教會中，以及婦助會舉辦的活動裡，人

人都曾經被迫推銷他的運動，個個嗜過被「周老

伯」握手的苦頭。每當人被他握得彎腰喊疼時，他

都會露出得意的笑容，因為那股手勁是他畢生追求

尊嚴、瀟灑和安詳的具體結晶。

以父親為首的周家成員在美已有三十六人，每當五

房四代團聚一堂時，父親都會顧盼自雄，戲言自己

以一個貧困農家的放牛童，竟能成為美國的周家始

祖，此生已無遺憾。

在父親的喪禮中，教會會員和各地親友坐滿靈堂，

向他告別。在出殯途中，警車前導開路，數十部汽

車護靈前往墓地，沿途路人佇足觀看，氣氛莊嚴肅

穆。當我在父親棺木放上一朵玫瑰時，我心中暗唸

著：「親愛的爸爸，再見。你的尊嚴、瀟灑和安

詳，將永遠活在子孫心中，成為周家珍貴的遺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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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一年的雙十節正好是中華民國建國百

年的日子，婦女會發起回臺參加相關的國

慶慶典的活動。最終，決定參與十月三日至九日的

環島旅遊行程，正好配合雙十節的國慶大典。

參加旅遊圑的成員於三日前各自返臺，當天入住臺

北君悅大飯店（Grand Hyatt Taipei）一晚。

次日，一直在東北季風影響下的陰雨天氣中，出發

前往日月潭。十一時許，先參觀南投埔里的桃米生

態村，其中最大的特色是一座由日本神戶運送過來

的「紙教堂（Paper Dome）」。

接著，驅車前往日月潭的文武廟對面的景聖樓大飯

店用餐，並遊覽景區。

日月潭（邵族語：Zintun），簡稱明潭，景色優

美，「雙潭秋月」為台灣八景之首，位於台灣南投

縣魚池鄉，為原住民邵族的居住地，潭中有拉魯島

（舊名光華島），是邵族之祖靈地。島東及北側形

圓如日，島西南側狹長微彎如月，故名「日月潭」

。

用餐後，參觀主祀關聖帝君，加奉祀孔子和岳飛的

「文武廟」和飼有200多隻孔雀的「孔雀園」。

接著，前往「水社碼頭」搭乘環湖遊艇，盡覽湖光

山色，遠眺環湖之各具特色的旅館和曾為故總統蔣

公的行館「涵碧樓」，以及奉拜玄奘大師靈骨舍利

的「玄奘寺」，蔣公因紀念母親王太夫人所建的「

慈恩塔」和原名德化社的「伊達邵」。航行途中，

小憩於玄光寺碼頭，碼頭旁有著名小吃──「阿婆

百年國慶臺灣環島遊記會
孫增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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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蛋」，拾階而上可抵「玄光寺」，為眺望日月

潭及拉魯島的最佳位置之一。

黃昏之際，沿中山高直奔嘉義，夜宿耐斯王子大飯

店（Taiwan Chiayi Nice Prince Hotel）。

十月五日，早上先來到嘉義市的「希諾奇台灣檜

木博物館」，介紹台

灣檜木文化。接著，

前 往 地 處 海 拔 2 0 0 0

公尺以上的「阿里山

國家森林遊樂區」，

可欣賞日出、雲海、

晚霞、森林與高山鐵

路的「阿里山五奇」

，其中「阿里雲海」

更被列為台灣八景之

一。

一到阿里山，立即搭

接駁小巴到阿里山閣

大飯店附設的餐廳用

餐。飯後，沿森林步

道遊覽森林遊樂區，

不多時，蜿蜒而至「

姐妹潭」，這是兩個大小不同的相近湖泊，先經較

小的妹潭，立見姐潭，湖區有一座以檜木為基座的

相思亭，有木橋連接，由於前幾天都在下雨，潭水

盈滿，清澈碧綠，平靜無波，清如明鏡，加之霧氣

瀰漫，更顯清幽空靈。其名稱由來是相傳有一對原

住民姐妹同時愛上一名男子，但因彼此不願傷害姐

妹間的情誼，卻割捨不下相思之情，因此兩姐妹分

投姐潭及妹潭殉情，故後人附會而稱之為姐妹潭。

從姊妹潭一路走來，在大霧中穿越一片高大筆直的

森林，視野不出百米，隨階而行，走過剛好下坡

的好漢坡（lucky），接著來到阿里山森林中規模

最大的寺廟──「受鎮

宮」，宮內主奉玄天上

帝，每年農曆三月三日

前一周，有天蠶蛾（經

鑑定是枯球羅紋蛾）棲

附神像上，年年如此，

成為奇觀。

修整過後，再次上路，

走過老檜木的樹頭形成

的「象鼻木」和「三代

木」，到達「樹靈塔」

，為一高約20公尺之石

塔 ， 日 本 人 建 於 1 9 3 6

年，藉以紀念、安撫當

初遭砍伐的樹靈。塔左

側即「光武檜」，屬紅

檜，樹齡2,300年，因推

算神木落地發芽的時間約為東漢光武帝年間，故而

命名。在阿里山神木傾倒之後，開闢了「巨木群棧

道」的新景點，且經網路票選出光武檜為二代神

木，並改名為「阿里山香林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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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全新木構的阿里山火車站前留影後，搭車

沿台18線的阿里山公路下山，途中見到日前落石

發生路段的搶修重建工程，由於單線行駛，一邊是

和磊磊落石擦身而過，一邊是垂直斷崖似的地形，

不禁讓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回首而望，幾百公尺

落差的崖壁形成一階階的陡峭梯田般下降到谷底，

工程車和挖土機穿梭其

間，使人不勝景仰這群

犧牲奉獻的人員。

晚餐在高雄享用的是美

濃客家的特色菜，尤以

客 家 野 菜 「 水 蓮 」 為

最 。 然 後 ， 在 高 雄 第

一高樓「85大樓（85 

Skytower）」的金典

大飯店（The Splendor 

Kaohsiung）安頓後，

自由前往「六合夜市」

品嚐南臺灣道地小吃。

十月六日，早餐後，先

車 遊 西 子 灣 ， 瀏 覽 碼

頭 、 海 岸 ， 遠 眺 旗 津

島。接著，前往國境之

南──墾丁的「貓鼻頭」，因為一塊從海崖上滾落

的珊瑚礁岩，其外形狀若蹲仆之貓而得名。貓鼻頭

為臺灣海峽與巴士海峽的分界點，並與鵝鑾鼻形成

臺灣最南之兩端。原本的行程還有「鵝鑾鼻燈塔」

，但因要趕去臺東而作罷，幸好可以登臨觀景高臺

對望一番。最後，在貓鼻頭管理處的商店街買了一

顆椰子和熱帶特有的林投樹果汁嚐嚐。接著在熊家

萬巒豬腳午餐，只能說萬巒豬腳果然名不虛傳。然

後用了二十分鐘在恆春古城的東門略停拍照。立即

經台9線的南迴公路段前往臺東。一路上，蜿蜒曲

折，待爬上高處，忽覺天氣轉變，霧氣漸重，溫度

也下降了，看來陰雨的

天氣又要回來了。

黃昏時，來到鹿野鄉的

鹿鳴溫泉酒店下榻，酒

店溫泉屬弱鹼性碳酸氫

鈉泉，水質清澈無色無

味。在略寒微雨的天氣

下，泡在溫水的戶外山

泉水無邊游泳池中，多

了一分暖意。當地為布

農族原住民，晚上八點

開始，因為天雨關係，

飯店改在中庭廣場特別

安排原住民舞蹈表演（

正常都是在戶外廣場舉

辦的）。

十月七日，一早抵達「

初鹿牧場」，先進入眼簾的是一個圓形的茅草造形

屋，圍繞著牧場乳牛和歡迎等字樣的大型圖像，全

團在此合照後，開始遊覽。走到涼亭區，坐在花架

下的鞦韆搖椅上，憑添幾許愜意。對面為「乳之家

牛奶主題商店」，可以嚐到初鹿牧場用自家生產的



Lehigh Valley In Touch

鮮奶製成各種奶製品，奶香特別濃，有鮮奶、冰淇

淋、優格、乳酪、冰棒等產品。在紀念品店裡，所

販售的紀念品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樣的「牛」，同時

也可以買到一小捆牧草，既能夠到乳牛餵食區餵牛

或跑遠一點到可愛動物區餵小牛、小羊。

因為非假日，牧場人煙稀少，製乳工廠、搾乳室都

不開放，漫步到放牧區和滑草埸，只見遍地的盤固

拉草，後面是一座英式花園，有幾隻仿真的乳牛雕

塑，或仰首、或低頭，十分傳神，很適合照相留

念。

離開牧場，由臺9線的花東公路段轉往臺11線的海

岸公路段，此時，已是中午，安排在富岡漁港頗有

名氣的美娥海產店大啖海鮮料理。

之後，第一站到達「小野柳」，其位於東海岸風景

區景點的最南端，海邊是奇岩密佈的天然石雕公

園，以單斜脊、蜂窩岩、龜陣岩、豆腐岩、蕈狀岩

等各種景象綺麗奇岩怪石著稱，令人目不暇給，造

型多變的海蝕景觀酷似北海岸的野柳，因而得名。

天氣晴朗時，可惜此時暗雲壓頂，在水坑遍佈下，

在換了一處地點後，還是艱難地走上了海蝕平臺，

一覽壘石岩礁和海濤拍岸的勝景。

第二站是都蘭附近的「水往上流」，原來是一條農

田灌溉溝渠，竟然違反牛頓發現的地心引力，流水

順著溝渠緩緩往高處流，溝渠旁邊並有塊刻著「奇

觀」的石碑。其實水溝旁的道路是條下坡路，但是

水溝卻是坡度很小的上坡，也就是路旁的景物傾斜

度大於路面，而造成彷彿流水由低處往高處流的視

覺上錯覺。在順著水流由下往上追著一片落葉到水

渠的盡頭，在大家連聲感嘆中，繼續北上，在東河

暫停，品嚐著名的「東河包子」，只能說名副其

實，十分美味。

然後，第三站到達國家一級古蹟「八仙洞」參觀，

因有八仙過海傳說而得名，擁有獨特的海蝕洞景

觀，洞內有信徒奉祀佛祖或仙道，成為信仰重鎮，

香火不斷。1968年台大考古隊在此發掘出非常豐

富的舊石器時代先陶文化，經命名為「長濱文化」

。遺址是迄今在台灣所發現最古老的文化，不知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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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不會製陶，以敲擊的方式製作石器，年代最早

可以推到距今約30,000年以上。

在靈岩洞的靈岩寺前，廟祝不斷抱怨觀光局東管處

要拆遷掉所有的廟宇供奉。其實，就文化遺址和自

然景觀保護的觀點來說，這倒是一個值得喝采的作

法。當然，我們是不會去饒舌這個議題，就在周圍

看看，寺前已被開發出一個小池，其上有觀音立

像，沒有什麼可看性，於是回頭而去。

接著，車行跨入花蓮縣，印入眼簾的就是「秀姑巒

溪」和橫跨其上的「長虹橋」接著行經靜浦的「北

迴歸線標」，和眺望親不知子斷崖後，終於，一行

來到花蓮市，入住美侖大飯店（Parkview Hotel）

。晚上，部分團員前往市中心逛夜市，而我們則到

了休閒健身區，在放棄了室內游泳池的游泳計畫

後，改玩桌球和撞球，後來聽說飯店的室外空間很

棒，但只能冀望第二天可以起個大早，散步其中。

十月八日，早上直接到又稱月牙灣的「七星潭」，

是個湛藍新月型的礫石海灣，海灘寬度約在100公

尺左右，沿著賞景步道，穿過石雕園區、賞星廣

場，就到了刻有「七星潭海堤」的巨石的堤岸，入

目的是寬闊的海灣，滿地的礫石，可是鵝卵石、大

理石傻傻分不清楚，更不說傳聞中還有玉石的可

能，在撿了一把花色紋樣各異、大大小小的石子

後，發現了一小顆好像含金的石子，正好拿回去紀

念一下。

接著，到「太魯閣（Taroko）國家公園」，而「魯

谷幽峽」更是臺灣八景之一，但遺憾的是前一日台

8線（東西橫貫公路）燕子口東端土石坍落，造成

隧道阻斷，換句話說，「九曲洞」和「天祥」風景

區就去不成了。所以，改到「砂卡礑步道」，步道

倚傍著砂卡礑溪而行，一路可欣賞溪水的碧綠清

澈、美麗的岩石褶皺及蓊鬱的林木景觀。我們一行

人大多走到觀景臺處即折返，回到砂卡礑橋，兩側

欄杆立滿了形態各異的大理石雕的獅子坐像，往下

俯瞰，清澈的砂卡礑溪緩緩注入立霧溪中。

之後，車行至「布洛灣」山月邨享用當地原住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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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閣族的風味特色午餐。返程時，順道參觀「長春

祠」，這是一處為紀念開鑿中橫公路時，殉職的

141名員工，而建立的祠堂。外觀採唐代廟堂式的

建築，古典而雅致，祠旁的湧泉由山壁間傾瀉而

下，形成白絹飛瀑，為中橫公路著名的「長春瀑

布」。

隨後，車子轉入台9線的蘇花公路段，不久，到達

崇德隧道時，即進入公路沿線最著名的景點「清水

斷崖」，也是台灣八景之一。景點主要界於崇德到

和仁之間約九公里的斷崖，為了就近欣賞清水斷

崖，所以在大清水服務站暫停，這時飄起細雨，佇

立木棧道上邊，眺視遠處的隧道，仰望斷崖的險峻

絕壁，俯瞰海浪拍打岩石激起的波濤，耳聽來自太

平洋的波濤聲浪。當再次行車在山壁斷崖與無垠汪

海之間，好像騰雲凌空，上有巨壁千仞，下是汪洋

萬頃，真是驚險無比。當車子穿過大濁水橋，即進

入了宜蘭縣。

接下來進入了蘇花公路很容易發生坍方的路段，特

別是入秋以來，幾乎雨不停歇，走在其中，也有著

九轉十八彎的曲折，靠海的一側是雨霧朦朧，有海

水與長天共灰色的壓抑，靠崖的一側是濕漉樹叢，

間或小水瀑在山壁中流洩奔騰。如此，一路上，所

有人都陷入了昏昏欲睡之中，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時

間，終於到了「南方澳漁港」。這時，大雨磅礡，

下車後，撐傘走向「南天宮」，廟裡供奉著漁民們

的信仰中心──媽祖。一樓供奉的主神──鎮殿媽

祖，二樓供奉的是二十餘噸重的玉礦原石所雕塑的

「玉身媽祖」，三樓供奉的是重達203公斤「黃金

媽祖」。廟內人聲鼎沸，摩肩接踵，參觀後，向廟

前碼頭的停車場走去，沿一側的特產店瀏覽而過，

但在雨水中，讓人只想快快上車躲雨。

車子開向國道五號（北宜高速公路），此時，行經

蘭陽平原，一畦一畦的稻田星羅棋佈，看著車窗外

的景色，大家漸漸地開始找看看有沒有什麼豪華農

舍，真是選舉惹得禍。車子飛快接近「雪山隧道」

，目前為台灣最長，亞洲第二，世界第五的公路隧

道，因穿越雪山山脈，故稱雪山隧道，隧道的開通

讓台北到宜蘭的路程，從2小時縮短為50分鐘即可

到達。


